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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告

公 告
尊敬的客户：

为了提供更优质的服务，我公司将于2019年4月16日

09：00—18：00对中兴4K机顶盒（型号为B860A）进行版本

升级，不影响电信电视观看。仅在用户重启机顶盒时会提

示升级，升级过程大约3分钟。

不便之处，敬请谅解。详情请咨询客户服务热线

10000。

中国电信股份有限公司海南分公司

2019年4月16日

招标公告
我段决定对粤海铁2号、粤海铁4号2019年坞修项目进行公开招

标。项目业主为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招标人为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海口
机辆轮渡段。本次招标（项目编号：海铁机招字[2019]1号）将粤海铁
2、4号坞修项目打包为一个标的。一、项目概况与招标范围

坞修时间：粤海铁4号5月23日前进厂；粤海铁2号7月14日前
进厂。二、投标人资格要求：1、具有独立法人资格(营业范围包含海船
修理或建造；报名时提供加盖公章的有效的营业执照、组织机构代码
证和税务登记证或三证合一的营业执照复印件）。2、出于风险、成本考
虑，本次招标只接受位于广西、广东的船厂投标。3、具有良好的商业信
誉和健全的财务会计制度。4、有依法缴纳社会保障资金的良好记录。
5、三年内在经营活动中没有重大违法记录。6、具备相应的修理能力，
拥有自备泊位、不少于220米船坞，通航条件满足标的船舶安全进出。
7、投标人所在单位法定代表人为同一人或者存在控股、管理关系的不
同单位，不得在本项目同时参加投标，不接受联合体投标，除服务设施
改造项目外，禁止转包或分包。8、保证自接到中标通知书之日起，船舶
能进厂修理，并能提供连续坞期保证一次性完成水下工程项目。9、按
招标文件要求及时缴纳投标保证金。保证金的金额：壹拾万元整。10、
服务设施改造须由有资质的专业内装公司承担。投标前应安排专业内
装公司人员现场勘查，对我方需求详细了解，投标时提供改造方案和
效果图。三、招标文件的获取：1、招标方将招标文件发送至投标人的指
定邮箱。2、报名截止时间：2019年4月19日17时（所有时间指北京时
间）。四、联系方式：联 系 人：吴先生 电话：0898-31686764

海南铁路有限公司海口机辆轮渡段
2019年4月16日

项目名称
“粤海铁2号”
2019年坞修
“粤海铁4号”
2019年坞修

主要技术规格
总长：165米，宽：22.6米，
型深：9.0米 ，吃水：5.6米。
总长：188米，宽：23米，
型深：9.3米 ，吃水：5.6米。

预算金额/万元

550

720

修理周期/天

30

45

海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现受委托，定于2019年4月24日15：00在三亚市公开拍卖：车

牌号琼B92775等3辆机动车（详见我司网站）；竞买保证金：5000
元/辆。展示时间：4月22日至23日。展示地点：三亚市金鸡岭路
196号中国民用航空三亚空中交通管理站。交纳竞买保证金截止时
间：2019年4月23日17:00前将竞买保证金汇入我司账户（户名：海
南天悦拍卖有限公司，账号：46001002336050001935，开户行：建行
海口市金盘支行营业部），竞买保证金以款到账为准。报名时间：4
月24日10:30-12:00；报名时请携带身份证原件、复印件、汇款凭证
及海南省小客车指标证明文件。报名及拍卖地点：三亚市金鸡岭路
196号中国民用航空三亚空中交通管理站七楼会议室。特别说明：
竞买人须依照《海南省小客车保有量调控管理办法（试行）》的规定取
得 指 标 证 明 文 件 。 网 址 ：www.hntianyue.com；电 话 ：
15607579889；地址：海口市国兴大道5号海南大厦主楼41层

（190416期）

本院依据已经发生法律效力的本院（2012）海仲字第25、26号
仲裁调解书及权利人的申请，于2019年01月17日立案恢复执行
申请执行人舒奇奇、王艳红与被执行人海南五洲旅游股份有限公
司海口宾馆（原海口宾馆）及申请执行人郭文娟、杨超竣与被执行
人海南五洲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宾馆房屋买卖合同纠纷两案。
在执行过程中，因被执行人拒不履行生效法律文书所确定的义务,
本院拟对被执行人海南五洲旅游股份有限公司海口宾馆名下位于
海口市海府路 4 号海口宾馆一层 1061 号商铺（房产证号:
HK102147）、1062a号商铺（房权证号:HK102144）予以处置。如
对该财产有异议者，自本公告刊登或张贴之日起10日内以书面形
式向本院提出书面异议，并提交相关证据材料（异议书及相关证
据、身份材料递交至本院立案庭）。逾期本院将依法处置上述财
产。联系人：陈助理，联系电话：66722784。特此公告

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征 询 异 议 公 告
（2019）琼01执74、75号

海南省海口市中级人民法院 二O一九年四月十一日

汇达资产托管有限责任公司拟以公开竞价的方式对外转让
海南万德文学校资产包（具体资产信息见清单），特此公告。该资
产包包括海南万德文学校房产和土地、海南万德文学校债权、广
东三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股、广东三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个
人股等四项不良资产。

债权资产所涉地方人民政府或者本级人民政府履行出资人
职责的机构、部门或者持有国有企业债务人国有资本的集团公司
可以按照汇达资产托管有限责任公司确定的处置方案、交易条件
及处置程序、方式在同等条件下对不良债权行使优先购买权。相
关优先购买权人自本公告发布后明确表示不予购买、自发布之日
起20个工作日内未就行使优先购买权向汇达资产托管有限责任
公司做出书面答复、未按拍卖公告的规定时间和条件参加竞拍
的，视为放弃优先购买权。

资产所在地主要分布在海南省，交易对象为：在中国境内注
册并合法存续的法人、其他组织或依法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
自然人，财务状况良好；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
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
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
不得购买该等资产。同时，交易对象如拟购买本资产包所涉房产
及土地，需符合海南省相关法律法规对于购买资格的要求。本公

告不构成一项要约。
任何对本公告拟处置资产项目有疑问或异议者均可提出征

询或异议，征询或异议的有效期限为自发布之日起20个工作日。
有受让意向者请与汇达资产托管有限责任公司联系商洽。联系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三里河东路5号中商大厦5层；邮政编码：
100045；联系人：勾先生；联系电话：17601689033。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行为可向汇达资产托管有限责任
公司举报（举报电话：010-68535861）。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至
所列资产处置完毕之日止有效。

特此公告。
汇达资产托管有限责任公司

2019年4月16日

附件
资产项目清单
1.海南万德文学校房产和土地：海南省万宁市中央北街88

号 万宁市万隆学校
2.海南万德文学校债权：债权金额25.42万元。
3.广东三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法人股：19.3万股
4.广东三星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个人股：4万股

资产处置公告

公告
购房人：鞠文燕(身份号：230602****2522)、鞠斯靓(身份

号：230602****2520)、张学泉(身份号：142331****0011)、惠玮
( 身 份 号 ：320113****4822)、金 一 峰 、解 兴 华 ( 身 份 号 ：
330602****1013、330602****1021)、黄 保 国 ( 身 份 号 ：
412702****3116)。

因上述购房人与我公司签订《定购单》后，未依法履约，经我
公司正常催告后，购房人拒收相关通知或地址变更未予通知我
公司，且仍未履行合同义务。现向上述购房人公告：请于2019
年4月18日前到碧桂园·东海岸销售中心办理签约手续，否则
《定购单》将于2019年4月18日解除。

联系电话：400-007-3333
海南宝莲城（博鳌）实业有限公司

2019年4月15日

专题

根据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监测数据显示2019年
3月份，中国•海南旅游消费价格指数（以下简称海南
TPI）同比下降4.66%，环比下降13.89%。

从同比看，3月份海南TPI六大类指数（吃、住、行、游、
购、娱）呈“四降二涨”的态势。门票类、交通类、住宿类、购
物类价格指数同比分别下降 10.42%、9.88%、3.06%、
2.80%，影响海南TPI分别下降0.92、3.25、0.57、0.49个百
分点；餐饮类、娱乐类价格指数同比分别上涨 3.49%、
0.46%，影响海南TPI分别上涨0.54、0.03个百分点。从监
测小类结构看，3月份海南TPI同比降幅较大的是免税商
品精品类价格、5A级景区门票价格、机票价格，较去年同
期分别下降17.14%、14.39%、13.41%。3月份海南TPI同
比下降的主要原因：一是今年春运比去年提前结束，拖尾
期提前，同时受候鸟人群同比减少的影响，机票价格同比
下降，拉低交通类价格指数；二是根据相关政策要求，我省

下调部分景区门票价格，门票价格同比下降明显。
从环比来看，3月份海南TPI六大类指数呈“四降一涨

一平”的态势。住宿类、交通类、餐饮类、娱乐类价格指数
环比分别下降34.22%、21.04%、2.74%、3.27%，影响海南
TPI分别下降6.35、6.93、0.43、0.22个百分点；购物类价格
指数环比上涨0.22%，影响海南TPI上涨0.04个百分点；
门票类价格指数环比基本持平。3月份海南TPI环比下降
的主要原因：受春节黄金周、寒假等节假日效益淡出的影
响，部分旅游商品和服务价格一定程度回落，酒店住宿和
机票价格下降明显，导致海南TPI环比下降。

海南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预计，4月份，受海南传统旅
游淡季到来的影响，预计4月份海南TPI同环比呈稳中略
降的趋势。

（晓原）

3月份海南旅游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下降13.89%
广告

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中央军
委主席习近平日前签署命令，发布新
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预防犯罪工
作条例》，自2019年5月1日起施行。

新修订的《条例》，坚持以习近平新
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
入贯彻习近平强军思想，全面深入贯彻

军委主席负责制，围绕新时代军队使命
任务，坚持政治建军、改革强军、科技兴
军、依法治军，聚焦服务备战打仗，深刻
把握预防犯罪工作特点规律，科学规范
预防犯罪工作基本任务、职责分工、主
要措施、工作制度、防范重点，对于维护
部队高度集中统一和安全稳定、巩固和

提高战斗力、圆满完成各项工作任务具
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新修订的《条例》，分总则、职责、
主要措施、工作制度、工作重点、战时
预防犯罪工作、奖励与处分、附则，共
8章94条，是做好部队预防犯罪工作
的基本依据。按照军委管总、战区主

战、军种主建总原则，《条例》科学界定
军委政法委员会、各级党委、战区级以
下单位党委政法委员会、军政主官等
在预防犯罪工作中的职责，逐级细化
任务分工，构建党委主责、政法部门主
管、机关各司其职、官兵广泛参与的工
作格局；总结近年来部队新鲜经验，研

究提出预防严重暴力犯罪、涉枪涉弹
案件和职务犯罪等方面的制度措施；
贯彻社会治安综合治理领导责任制有
关要求以及军队实行党的问责工作规
定，增加“履职问责”和“案后追责”条
款，压紧压实责任链条，确保工作末端
落实。

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签署命令
发布新修订的《中国人民解放军预防犯罪工作条例》

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近日，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公
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
息公开条例》，自2019年5月15日起
施行。

党中央、国务院高度重视政务公
开工作。自2008年5月1日起施行

的条例对于推进我国政务公开，保障
人民群众依法获取政府信息，促进政
府职能转变、建设法治政府，发挥了
积极作用。随着改革的深入和社会
信息化的快速发展，条例在实施过程
中遇到一些新情况、新问题，有必要
修改完善。

此次对条例的修订，坚决贯彻落
实党中央、国务院全面推进政务公开
的精神，加大政府信息公开力度，既在
公开数量上有所提升，也在公开质量
上有所优化；积极回应人民群众对于
政府信息公开的需求，体现近年来政
府信息公开工作的新进展、新成果，解

决实践中遇到的突出问题。条例修订
主要包括三个方面内容：

一是坚持公开为常态，不公开
为例外，明确政府信息公开的范围，
不断扩大主动公开。二是完善依申
请公开程序，切实保障申请人及相
关各方的合法权益，同时对少数申

请人不当行使申请权，影响政府信
息公开工作正常开展的行为作出必
要规范。三是强化便民服务要求，
通过加强信息化手段的运用提高政
府信息公开实效，切实发挥政府信
息对人民群众生产、生活和经济社
会活动的服务作用。

李克强签署国务院令

公布修订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

融入国际贸易海洋的“一滴水”
——记跨境电商物流“巾帼英雄”徐平

2008年回国以来，徐平的脚步从未停歇。
深耕中外物流商贸数十载，凭借国际化视野和
多年积累的独到见解，她首创“网购保税1210
模式”，融入至中国乃至世界跨境电商领域的发
展洪流中，助推“足不出户买全球、卖全球”成
为可能。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世界经贸格局
发生深刻变化。1994年，徐平从河南大学外语系
毕业后被派往匈牙利工作，开启欧洲物流商贸打
拼生涯。

“当时的匈牙利是华商贸易货物的集聚地。”
徐平说，那时候中国外贸人才稀缺，受制于语言沟
通等因素，大量货物滞留港口。

徐平着手研究国际贸易规则、惯例以及中国
的相关政策法规，逐渐成为国际物流领域的业务
专家，在西班牙、法国、奥地利等国建立了物流
公司。

“中国加入世贸组织以后，公司的业务量倍
增。我们接触的所有船务公司、航空公司，他们的
货物运输路线图上，多数线路都是从中国沿海港
口发出，辐射世界各地。”徐平说。

“要回到中国去！”徐平坚定了回国创业的
信念。

2008年，徐平以49%的股权入股河南省进口
物资公共保税中心集团有限公司。当时公司亏损
严重，只有几十名员工，一栋办公楼、两个仓库。

凭着对梦想的执着，2010年，他们便获得B
型保税物流中心资质。

“当时，跨境电商市场发展呈现规模化态势，
但监管和服务是空白，企业清关难、退税难、结汇
难。”徐平说。

2012年 5月，徐平和她的团队扎进政策文
件研究中，3个月不分昼夜的工作，创新性地
拿出了郑州市跨境贸易电子商务服务试点方
案，并获得国家发改委等八部委批复，成为国
家级试点。

2013年，郑州试点终于上线运行，当天成交
订单300个。到2015年3月1日，每日订单量突
破100万个。

“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郑州试点
顺利通过国家验收，并被海关总署赋予“1210”监
管代码。回想当时情景，徐平依旧激动。

随着“网购保税1210模式”在全国复制推
广，中国跨境电商迎来黄金时代。据海关总署
统计，近3年来，中国海关跨境电商进出口额年
均增长50％以上。其中，2018年通过海关跨境
电子商务管理平台零售进出口商品总额已达到
1347亿元。

（据新华社郑州4月15日电 记者李文哲）

国家安全是安邦定国的重要基
石。在第四个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到
来之际，各地纷纷开展丰富多彩的宣
传教育活动，通过人民群众喜闻乐见
的形式，努力提升全民国家安全意识，
共筑国家安全防线。

创新宣传形式增强教育实效

歌曲、小品、人物故事……在15
日下午由北京市委国安办和市委宣传
部联合举办的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主
场宣传活动上，国家安全教育知识通
过一个个或诙谐、或感人、或振奋的节
目，春风化雨般地浸润着现场观众。

听完出入境管理部门民警讲述的
除夕夜联系在海外遭遇意外的中国公
民家属的故事，群众代表李女士十分
感动：“我深深感受到国家对公民竭尽
全力的保护，只有国家安全了，我们每
个人才能安全。”

15日晚，广州、深圳两地的地标

性建筑同时为国家安全教育日点亮，
滚动播放国家安全相关公益广告，成
为夜间一大景观。除投放灯幕广告
外，广东还举办“一堂国家安全课”、国
家安全教育展等活动，强化广大群众
的国家安全意识。

夯实国家安全的社会基础

维护国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
本利益所在，要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
险，不断提高人民群众的安全感、幸
福感。在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
中，多地将开展国家安全宣传教育同
社会主义法治教育等与民生相关的
内容结合起来，切实筑牢国家安全的

社会基础。
15日一大早，雄壮的国歌声在新

疆英吉沙县色提力乡帕其英也尔村响
起。鲜艳的五星红旗下，村民们庄严
肃穆地向国旗行注目礼。

当天上午，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举
行“万村千万人同升国旗”活动，乌鲁
木齐、喀什、和田、伊犁等地的12000
个村（社区）举行了以强化全民国家安
全教育为主题的升旗仪式。听完升旗
仪式后的宣讲，村民布艾杰尓古丽·托
合提深有感触：“作为一名老党员，我
要以实际行动维护民族团结，发现危
害国家安全的信息第一时间举报，坚
决不传谣、不信谣。”

在福建省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宣

传活动启动仪式上，一幅幅有关网络安
全、金融安全、生态安全等方面的宣传
海报，通过剖析贴近群众生活的国家安
全典型案例，解读应对安全风险的防范
常识，吸引了不少与会者驻足观看。

让总体国家安全观
深入千家万户

国家安全的根基在人民、力量在
人民。各地普遍开展国家安全教育进
机关、进校园、进社区、进企业等宣讲
活动，让总体国家安全观意识根植群
众心中。

在重庆市西南政法大学举行的
“国家安全教育进校园”主题活动现

场，大学生们富有青春色彩的节目，展
现了当代学子对国家安全的关切。重
庆市大学生总体国家安全观宣讲团现
场向广大学生发出倡议：“维护国家安
全，全在青春之你我！”

在黑龙江哈尔滨市防洪纪念塔广
场，省公安厅、省国家安全厅等37家
单位的宣传展台前人头攒动。群众不
仅能通过现场设置的国家安全承诺签
名幕等参与互动，还能扫描二维码了
解国家安全工作成就及相关知识。一
位参加活动的市民表示，主题宣传内
容通俗易懂，能让老百姓深刻认识到
维护国家安全人人有责，培养总体国
家安全观意识。

“安不忘危，盛必虑衰。”维护国
家安全是全国各族人民根本利益所
在。相信通过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
的契机，全民国家安全教育将得到切
实增强，并汇聚起维护国家安全的强
大力量。

（据新华社北京4月15日电）

居安思危，共筑国家安全防线
——各地全民国家安全教育日活动综述


